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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动态控制多标准铁路信号

显示图形符号的装置及方法，该装置包括依次连

接的信号信息处理模块、中间转换模块和信号信

息显示模块，所述的信号信息处理模块计算出每

个信号设备的设备状态，发送至中间转换模块；

所述的中间转换模块将每个信号设备的设备状

态，转换成对应的图元显示特征值，发送至信号

信息显示模块；所述的信号显示模块根据图元显

示特征值，在屏幕上显示具体图形。与现有技术

相比，本发明具有软件功能模块耦合性低，软件

开发和维护成本低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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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采用动态控制多标准铁路信号显示图形符号装置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装置包括依次连接的信号信息处理模块、中间转换模块和信号信息显示模块，所述的信号

信息处理模块周期性计算出每个信号设备的设备状态，发送至中间转换模块；所述的中间

转换模块将每个信号设备的设备状态，转换成对应的图元显示特征值，发送至信号信息显

示模块；所述的信号显示模块根据图元显示特征值，在屏幕上显示具体图形；

所述的中间转换  模块将每个信号设备的设备状态，转换成对应的一个或多个图元显

示特征值；

所述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S1：信号信息处理模块周期性计算出每个信号设备的设备状态，发送至中间转换

模块；

步骤S2：每个信号设备均有相应的信号设备标识，中间转换模块根据信号设备标识查

找对应的显示符号标识，如未查找到，说明该信号设备不需要显示，进入步骤S5；如查找到，

则进入步骤S3；

步骤S3：对每个显示符号标识，根据配置的计算掩码，计算该信号状态的图元显示特征

值并放置到该信号设备的发送队列，进入步骤S4；

步骤S4：将该信号设备的发送队列里所有图元显示特征值顺序发送到信号显示模块，

信号显示模块根据图元显示特征值，在屏幕上显示具体图形；进入步骤S5；

步骤S5：一次转换算法结束，等待接收下一个信号设备的信号状态；

所述的步骤S3和S4中间还设有步骤SB：

步骤SB：查询每个图元显示特征值是否存在优先级配置，如均不存在，则直接进入步骤

S4；如存在优先级，则将发送队列内的图元显示特征值根据优先级从小到大排序，再进入步

骤S4；

如对位置状态标识，计算出定位占用状态的多个图元显示特征值：定位岔心显示：

P05D.NormalPoint.Show＝1，反位岔心不显示：P05D.ReversePoint.Show＝0，岔前轨道显

示红色：P05D.Main.Color＝Red，定位轨道显示红色：P05D.Normal.Color＝Red，定位岔心

显示红色：P05D.NormalPoint.Color＝Red，反位轨道显示浅蓝色：P05D.Reverse.Color＝

LightBlue。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步骤S1和S2中间还设有步骤SA：

步骤SA：中间转换模块收到一个信号设备的设备状态后，查找内部缓存的设备状态，如

两个状态相同，说明该设备状态未发生变化，进入步骤S5；如不相同，进入步骤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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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控制多标准铁路信号显示图形符号的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铁路信号信息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动态控制铁路信号显示

图形符号的装置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不同国家或不同地区的铁路信号屏幕显示图形符号的标准不一样，不同铁

路信号运营公司针对同一信号显示的具体细节要求也不一样。目前常用解决方案是设计不

同的监控终端软件产品，针对用户的要求使用对应产品来具体实现。其缺陷如下：

[0003] 1.产品兼容性差。当一个信号显示处理算法更新后，需要升级所有的软件产品。

[0004] 2.项目实施性差。当用户针对某一信号显示的具体需求变更后，需要升级其软件

的具体功能实现，变更影响代价较大。

[0005] 3.产品应用范围小。当在新国家或新地区开展业务时，需要开发新的软件产品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为了克服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缺陷而提供一种动态控制多标

准铁路信号显示图形符号的装置及方法，将信号信息处理模块和信号信息显示模块分割

开，添加一个中间转换模块，降低软件功能模块的耦合性。

[0007] 本发明的目的可以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

[0008] 一种动态控制多标准铁路信号显示图形符号的装置，该装置包括依次连接的信号

信息处理模块、中间转换模块和信号信息显示模块，所述的信号信息处理模块周期性计算

出每个信号设备的设备状态，发送至中间转换模块；所述的中间转换模块将每个信号设备

的设备状态，转换成对应的图元显示特征值，发送至信号信息显示模块；所述的信号显示模

块根据图元显示特征值，在屏幕上显示具体图形。

[0009] 所述的中间转化模块将每个信号设备的设备状态，转换成对应的图元显示特征

值。

[0010] 一种采用所述的动态控制多标准铁路信号显示图形符号装置的方法，该方法包括

以下步骤：

[0011] 步骤S1：信号信息处理模块周期性计算出每个信号设备的设备状态，发送至中间

转换模块；

[0012] 步骤S2：每个信号设备均有相应的信号设备标识，中间转换模块根据信号设备标

识查找对应的显示符号标识，如未查找到，说明该信号设备不需要显示，进入步骤S5；如查

找到，则进入步骤S3；

[0013] 步骤S3：对每个显示符号标识，根据配置的计算掩码，计算该信号状态的图元显示

特征值并放置到该信号设备的发送队列，进入步骤S4；

[0014] 步骤S4：将该信号设备的发送队列里所有图元显示特征值顺序发送到信号显示模

块，信号显示模块根据图元显示特征值，在屏幕上显示具体图形；进入步骤S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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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步骤S5：一次转换算法结束，等待接收下一个信号设备的信号状态。

[0016] 所述的步骤S1和S2中间还设有步骤SA：

[0017] 步骤SA：中间转换模块收到一个信号设备的设备状态后，查找内部缓存的设备状

态，如两个状态相同，说明该设备状态未发生变化，进入步骤S5；如不相同，进入步骤S2。

[0018] 所述的步骤S3和S4中间还设有步骤SB：

[0019] 步骤SB：查询每个图元显示特征值是否存在优先级配置，如均不存在，则直接进入

步骤S4；如存在优先级，则将发送队列内的图元显示特征值根据优先级从小到大排序，再进

入步骤S4。

[002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0021] (1)软件功能模块的耦合性低。所述方法中设计了一个三层的软件架构，将信号信

息处理模块和信号信息显示模块分割开，当一个模块功能发生变化时，不需要影响其它模

块。

[0022] (2)减少了工程实施成本，加快了用户确认过程。所述方法中的中间转换模块使用

一个可人工配置的信号设备状态转换配置文件，将一类设备的每一个设备状态和多个图元

显示特征值对应起来。当用户需求显示细节变化时，工程人员可直接修改配置文件即能满

足用户需要。

[0023] (3)减少了软件开发和维护成本。所述方法将信号信息显示模块的驱动接口使用

图元显示特征值，隔离了信号设备概念。故当不同国家或不同地区信号设备制式不一样时，

可修改配置文件，使中间模块驱动不同的显示图元，即能满足产品需求。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本发明一种动态控制铁路信号显示图形符号的装置及方法的监控终端软件

三层架构图；

[0025] 图2为本发明一种动态控制铁路信号显示图形符号的装置及方法的中间模块转换

算法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是本发明的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实施例。基于本发

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

施例，都应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7] 实施例

[0028] 参考图1，信号信息处理模块1周期性计算出每个信号设备的设备状态，发送至中

间转换模块2；中间转换模块2将每个信号设备的设备状态，转换成对应的一个或多个图元

显示特征值，发送至信号信息显示模块3；信号显示模块根据图元显示特征值，在屏幕上显

示具体图形。

[0029] 参考图2，举例说明当中间转换模块2收到一个信号设备(如道岔P05D)的信号状态

(如定位占用，未单锁，已封锁)时的处理流程：

[0030] 步骤101：收到道岔P05D的信号状态为statusNew：定位占用，未单锁，未封锁，未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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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使用道岔名称P05D在中间模块内的缓存数据结构里查找，得到缓存的信号状态

statusOld；如statusNew与statusOld相等，则进入步骤106；如不相等，进入步骤102；

[0031] 步骤102：查找P05D对应的显示符号标识配置，如未查找到，说明P05D不需要显示，

进入步骤106；如查找到，则进入步骤103；

[0032] 步骤103：对每个显示符号标识，根据配置的计算掩码，计算该信号状态的图元显

示特征值并放置到该信号设备的发送队列；

[0033] 如对位置状态标识，计算出定位占用状态的多个图元显示特征值：定位岔心显示

(P05D.NormalPoint.Show＝1)，反位岔心不显示(P05D.ReversePoint.Show＝0)，岔前轨道

显示红色(P05D.Main.Color＝Red)，定位轨道显示红色(P05D.Normal.Color＝Red) ,定位

岔心显示红色 (P 0 5 D .N o r m a l P o i n t .C o l o r＝ R e d ) ,反位轨道显示浅蓝色

(P05D.Reverse.Color＝LightBlue)；

[0034] 如对单锁标识，计算出未单锁状态的多个图元显示特征值：道岔名称显示红色

(P05D.Name.Color＝Red)，道岔岔心圆圈显示(P05D.PointCircle.Show＝1)；

[0035] 如对封锁标识，计算出已封锁状态的多个图元显示特征值：岔前轨道显示粉红色

(P05D.Main.Color＝Pink)，定位轨道显示粉红色(P05D.Normal.Color＝Pink) ,反位轨道

显示粉红色(P05D.Reverse.Color＝Pink)；进入步骤104；

[0036] 步骤104：查询每个图元显示特征值是否存在优先级配置，如均不存在，则直接进

入步骤105；如存在优先级，则将发送队列内的图元显示特征值根据优先级从小到大排序，

如定位占用显示特征值的优先级大于封锁，故针对岔前轨道图元而言，岔前轨道显示粉红

色排列在岔前轨道显示红色前面，再进入步骤105；

[0037] 步骤105：将该信号设备的发送队列里所有图元显示特征值顺序发送到信号信息

显示模块3，如针对岔前轨道图元而言，先发送显示粉红色，再发送显示红色。故最终的岔前

轨道图元会显示红色(即当占用和封锁冲突时，优先显示占用)；进入步骤106；

[0038] 步骤106：一次转换算法结束，等待接收下一个信号设备的信号状态，如其它信号

机、轨道、按钮等信号设备的状态；

[0039]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任何

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各种等效的修改或替

换，这些修改或替换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以权利

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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